
5月8日，2019湖南车展现场人气火爆，观众争相拍摄靓车、美女。 记者 李健 摄

5月8日，2019湖南车展现场，
不仅有豪车靓模， 更有炫酷、潮
流、萌动的各式好玩活动。下面就
让记者带你一一体验。

【炫】科技元素嗨翻天

湖南车展已举办12届， 今年
车展现场融入了诸多科技元素，
前卫潮流。

逛车展， 现场体验是一大亮
点。在2019湖南车展上，东风日产
在现场推出了VR翼装飞行体验，
吸引了众多市民体验。在大概5分
钟的“飞行”体验过程，让你体验
梦幻的神话世界。

“从高山上一跃而下，穿越山
谷、丛林、瀑布、沙漠，飞行过程
时， 还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耳边
的风、眼前的流水，甚至能闻到花
香。” 刚体验了一把的陈先生兴
奋地向记者介绍起来。“这科技太
震撼了。”

在北京汽车展台，4个身穿银
白色航天服的“太空人”甚是惹人
注目， 其中一人高举一面印有北
京汽车logo的旗帜， 似乎在告诉
大家， 我们的自主品牌汽车也已
飞向宇宙，成为全球第二辆“太空
汽车”。

“叔叔，带我也飞上天吧！”现
场， 一名穿蓝色外套的小男孩趁
家人不注意，奔向展台央求“太空
人”带他飞向宇宙，也想过把宇航
员的瘾。

【潮】网红元素随处见

在上汽大众展位上， 一组由4名
少女组成的cosplay成功赢得无数人
的目光。他们身着“王者荣耀”游戏中
虞姬、露娜、貂蝉、王昭君的古装，手
持法杖、佩剑等道具促销巡展。

5月8日下午， 记者在展厅二楼
的猎豹汽车展位上看到， 展位一侧
的模拟赛车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观
展人士的围观和参与。

本届车展不仅有车， 还有在二
楼展厅展出了轻型运动类飞机。而
为了引爆现场人气， 车展组委会还
策划推出了“拍视频 赢机票·湖南
车展带我飞”互动活动。

在湖南德鸿的飞机展台，一群穿
着飞行员制服的孩子童真十足地走
起了T台，引得一旁的大人们纷纷举
起手机拍照拍视频， 发微信朋友圈、
抖音。“没多久抖音阅读量就超过10
万了。”现场一工作人员激动地介绍。

【萌】娃娃机成标配

记者发现， 在当天的湖南车展
上，娃娃机一时成了爆款。不少汽车
品牌纷纷将娃娃机作为展台标配。
而无论大人小孩， 似乎对这项游戏
都毫无抵抗力。 在广汽本田的展台
旁， 更是一连摆放了5台网红娃娃
机，想要参与夹娃娃游戏，可前往展
台免费领取游戏币， 柜子里不仅有
布娃娃可夹，还有耐克鞋子,人气爆
棚。 ■记者 胡锐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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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新车抢滩湖南车展 最佳购车时机到来

车展首日，“王炸”车型云集，嗨玩科技助兴

花式篮球与跑酷结合的开
场秀，点燃了湖南车展现场的气
氛。8日上午，上汽大众品牌推出
的全新SUV车型T-Cross携手
全新一代Polo�Plus惊艳亮相湖
南车展。至此，上汽大众全系5款
SUV车型实现了SUV细分市场
全覆盖，SUV家族全明星阵容完
美集结湖南车展。

本届湖南车展， 上汽大众携
旗下12款爆款热销明星车型参
展。上汽大众品牌中南销售服务
中心总经理谢施奇、销售副总陆
星星、售后副总马智伟携手长沙
10家经销商总经理，与湖南主流
媒体记者共同见证了T-Cross上
市发布和Polo�Plus亮相中南的
惊艳时刻。

发布会现场的极限运动，传
递出T-Cross的潮酷气质， 体现
它探索生活、 突破自我的精神。
作为一款德系精品城市SUV，
T-Cross融汇几何潮流设计、玩
趣驾控、多维空间、数字视听与
安全守护等卖点。这款上汽大众
家族的新成员，或许会是当代都
市年轻人首辆车的理想之选。

T-Cross不仅颜值 闪耀 ，
12.79万元至15.99万元的建议零
售价， 更是将梦想照进现实，高
性价比的配置和超炫的车身，必
将给生活带来精彩纷呈的享受。

湖南车展开幕当天， 一楼
的猎豹展台引起了众多观展消
费者的注意。其中，采用全新设
计语言的猎豹Coupe车型，更
是让不少车迷驻足观看。

猎豹Coupe是猎豹发布全
新LOGO后的首款产品， 也是
猎豹全新战略车型。 它采用溜
背式车顶设计， 流畅的腰线非
常动感。T字型的前脸设计，使
它看起来更加年轻。内饰方面，
该车采用红色和黑色的撞色处
理，配备一键启动、电子手刹和
电子换挡杆等， 并保留了大量
的物理按键。

新车搭载代号为CE16的
1.6T发动机， 该款发动机是宝
马授权生产， 最大功率147千
瓦，峰值扭矩270牛米，匹配6速
双离合器变速箱。 后期新车或
将推出2.0T+8AT的车型以提
高竞争力。据悉，该车将在下个
月正式量产。

5月8日， 纯电实力派比亚
迪e1湖南上市会在湖南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新车共推出“进”
“悦”“智”“耀”4款车型，补贴后
售价为5.99万元至7.99万元。e1
同步推出上市七大购车权益，
包含"幸福来电"超低首付购车
方案。

e系列是“智能纯电生活的
创新者”，作为开山之作，比亚迪
e1定位于一款A00级小型电动
车，但续航能力却达到了305公
里。用比亚迪的话来说，就是“充
电1次，通勤10天”。当然，对多
数生活在北京等大城市的上班

族来说或许无法达到，但一周的
通勤基本可以保障，且核算下来
每公里仅需5分钱，确实很便宜。

比亚迪e1搭载的电机最大
功率45千瓦， 最大扭矩110牛
米，最高时速102公里，0到50公
里/小时加速仅需5.9秒， 在快充
模式下充满电只需35分钟左右。

e1搭配10.1英寸8核自适
应旋转悬浮屏幕， 中控搭载比
亚迪DiLink智能网联系统，通
过手机+车机无线切换的模式，
实现手机与PAD无缝融合，同
时整车OTA更可实现硬件自
由升级。

大众T-Cross惊艳出场
极限运动燃爆车展

一纪正芳华，乐享车生活。5月
8日，2019湖南车展正式开幕。开展
首日，展馆内便人头攒动，记者发
现在消费者买车的背后，深藏着一
个个“汽车梦”。

故事一： 驾照到手就买车，带
老伴去寻“诗和远方”

“正在考驾照， 今天先来车展
打个前站。”5月8日，“60后”长沙市
民陈师傅在上汽大众展台一边看车
一边向记者介绍，今年初，他在驾校
报名学车， 目前正在练科目三。于
是，赶在2019湖南车展开幕，先来车
展了解各个车型， 若看中了哪款车
也不排除当场交钱订车。

交谈中，陈师傅说，一直对老伴
心怀愧疚。 年轻时， 老伴为生活奔
波，同时还要管教儿女，十分辛苦；

退休后，仍然起早贪黑，接送孙子。
其实，老伴喜欢旅游，只是一直没时
间满足这个爱好。“老伴也向往年轻
人口中的‘诗和远方’，所以我想开
车带她去寻找‘诗和远方’。”

对于自己的选车标准，陈师傅
称，首先会考虑路上比较常见的车
型，再综合考虑车的外观、配置和性
价比。

故事二 ： 全家齐上阵选车，长
安逸动圆了家庭梦

“我带着爸妈一起来买车，要他
们来帮我参考参考。”在长安汽车展
台，来自宁乡的陶女士笑容满面地
告诉记者，工作3年多，手上攒了些
钱，就把买车提上了议程。提前打听
好了2019湖南车展期间是个购车
好时机后，便早早与父母约定好了

买车时间。
陶女士的父母趁着女儿在与

销售人员了解情况，老两口仔细查
看车辆的动力、舒适度等，陶女士的
父亲还不时凑上去听销售人员的
介绍。老陶告诉记者，自己年轻时曾
学开货车，也学过修理，对汽车动力
方面略懂一二，“来帮女儿把把关，
给点意见。”

经过在性价比、外观、实用性等
方面的考量，全家人一致同意，购买
长安第二代逸动XT。“这算是圆了我
们一大家人的梦了。”陶女士说，有了
小车，以后全家人外出就方便多了。

故事三： 结婚10周年纪念日，
一辆比亚迪e1当做礼物

“今天是带老婆来看车的。”在
长沙做生意多年的阳先生腼腆地

告诉记者，他很早就听说了湖南车
展会在这几天举行，而且这时购车
优惠力度大，便在心里许下了一个
浪漫的心愿。“赶在5月20日结婚10
周年纪念日前，提一台车给老婆当
礼物。”当王先生说出这句话时，他
老婆站在旁边瞬间被感动得说不
出话来。

作为70后的阳先生说， 这些年
自己忙生意，家中大小事务、照顾孩
子都是老婆负责。“希望借这个礼
物，能做些弥补吧。”

因为阳先生老婆热衷环保，经
过一轮挑选， 最终买了一辆比亚迪
最新上市的新能源汽车e1。“纯电动
车无污染，续航300公里接送孩子更
方便。”而更令他欣慰的是，就在一
个多月前他还愁着选什么礼物送老
婆，现在终于圆满了。

■记者 胡锐 杨洁规

深藏“汽车梦”，带着她寻找诗和远方
买车故事：有人全家齐上阵，看好就买了，有人赶在5月20日前买车送给老婆当礼物……

备受年轻消费者期待的全
新换代雷凌惊艳亮相湖南车
展，成为消费者围观的对象。采
用丰田TNGA架构的全新换代
雷凌将在5月20日上市。

广汽丰田全新雷凌对整体
外观进行了重新打造， 年轻化
设计理念得到全新定义。 大面
积的进气格栅和鹰眼大灯相配
特别有朝气， 在保留了丰田经
典元素的同时， 迸发出强烈的
活力感。

改头换面的内饰在设计上

跟上了潮流， 凹凸有致的整体
搭配悬浮式的大屏设计带来了
不错的立体感。值得一提的是，
雷凌科技版车型具备HUD智能
三屏联动功能， 此配置在同级
别车型中十分罕见，12.1英寸的
中控大屏也堪称同级别最大。

全新换代雷凌双擎还搭载
丰田最新的THS�II混合动力系
统， 配备专为混动系统设计的
1.8L阿特金森直列四缸发动
机， 综合工况油耗仅为百公里
4.1升。

花絮

除了豪车，还有这些活动带你嗨！充电一次通勤10天
比亚迪e1正式登陆湖南

全新雷凌惊艳亮相
年轻化设计理念得到全新定义

猎豹Coupe吸睛
下月量产

广汽Aion�S
让你爱上新能源汽车

惊艳亮相湖南车展的广汽
新能源Aion�S， 是广汽新能源
第二代纯电专属平台GEP打造
的首款战略车型。3月1日开启
预售，4月27日正式上市 (Aion�
S炫530补贴后售价13.98万元
起，Aion�S魅630补贴后售价
15.98万元起）， 成为时下炙手
可热的“科技明星”和一款“现
象级”新车，做到了真正让消费
者爱上新能源汽车。

聚合长续航、大空间、高智
能、 高安全和深度定制等五大
技术优势的Aion�S， 创造了多
个业界“第一”：全球第一款深
度集成式“三合一”电驱系统；
国内第一款实现纯电综合续航
里程510公里， 超越燃油车；全
球第一家实现量产交付L2级
Adigo自动驾驶系统； 全球第
一家汽车量产应用太阳能技
术， 打造出全球第一个太阳能
智能生态座舱， 可实现车内自
动通风及为蓄电池充电； 全球
第一款深度定制化座驾，超
16800种定制组合可供选择，车
主更可参与个性化专属设计，
实现全程可视化见证车辆生产
过程。

同时，广汽、腾讯联手打造
并持续升级的广汽AI系统、超
跑级风阻系数、“人机共生美
学”设计理念、“穿云箭”前脸和
“鲸空间” 座舱的气势与舒适
……完美彰显了新能源好车的
先进水准。

领奖啦
5月8日，本次车展“看车中

大奖” 首日抽出的10个中奖号
码全部揭晓。

2019湖南车展的看车中大
奖活动，从5月8日到12日持续5
天。每天16时30分开始，车展组
委会随机抽取一、二、三等奖，
共10位幸运观众门票编号，单
日奖励总额2万元（含税）。其
中，一等奖可获5000元，二等奖
可获3000元， 三等奖可获1000
元。本次湖南车展5天共抽取50
位幸运观众，奖金共10万元。无
论你是来看车还是来买车，只
要你是买票逛车展， 就可获得
抽奖资格。2019湖南车展“看车
中大奖”活动，得到了自主品牌
广汽传祺的大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观众需在
开奖日起5日内，凭有效票号及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至组委会
兑奖，逾期作弃权处理，每张身
份证限领取一次。 中奖者需咨
询相关事宜， 可联系组委会工
作 人 员 王 先 生 （电 话 ：
13637426915）。

5月8日“看车中大奖”名单
如下：

一等奖:ZP000498-527；
二等 奖 :� ZP001444-674、

ZP001183-199、
ZP001844-871；

三等奖:�ZP000337-156、
ZP001490-209、
ZP001321-053、
ZP001463-523、
ZP000912-973、
ZP001445-091。

扫码看湖南车展嗨玩体验。
视频/王珏 顾荣 何佳洁
龙力 刘品贝 播音/田甜 看车试坐过瘾，嗨玩科技助兴。

■本组图片由记者 杨洁规 摄

5月8日，享有“领航中
部车展”美誉的2019湖南
车展在长沙世界之窗旁的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
幕。因能撬动市场销量，至
今已成功举办12届的湖南
车展被业界誉为“上半年
最能卖车”的车展。

随着车市竞争越来越
激烈， 各大参展商对本届
湖南车展都格外重视。记
者在车展现场看到， 近百
家汽车品牌的数百款车型
争妍斗艳， 众多消费者高
度关注的新车集中亮相湖
南车展。 如AI极智轿跑哈
弗F7x及哈弗F5国潮版、
欧拉R1女神版、进口大众
全新高尔夫旅行轿车、全
新别克君越、 别克纯电动
车VELITE6、 上汽大众
T-Cross与Polo� plus两
款新车、 一汽丰田亚洲龙
Avolon、 全新天籁2.0、全
新 沃 尔 沃 XC40、 猎 豹
Coupe、 比亚迪e1、Pre-
mier�GMC�GL�750雅尊
天逸版等， 都希望借车展
“福地”完成湖南区域首秀
或精彩亮相， 期望借大家
对新车的密切关注， 能在
这场“最能卖车”的盛会上
拿下最好的“战绩”。车展
首日， 便有多款新车举办
了形式新颖的新车发布
会。 ■记者 胡锐


